
南利勇、牛红娟、郑州南利勇贸易有限公司：
陶广军依据河南省郑州市绿城公证处

出具的（2015）郑绿证经字第748号赋予《借
款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公证书，于2017年8
月18日向我处申请对你们出具执行证书。
执行标的为：1、借款本金：人民币壹佰万元
整（￥1000000.00元）；2、借款期间内利息：
人民币陆万陆仟元整（￥66000.00元），自
2015年5月11日起至2015年9月22日止；
3、逾期利息、违约金等：按月息2％计算，自
2015年9月23日起至执行完毕之日止。如
对上述事实有异议，请你们在3个工作日内
向我处书面提出，并提供相应证明。逾期未
提出异议，我处将依法出具执行证书。

本处地址：郑州市金水路附16号中青
大厦15楼。联系电话：65905038（王女士）
65905045-312

特此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绿城公证处

2017年8月24日

公 告
我公司接受委托，于2017年8月31日10时在我公司，依法对瑞华国银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应收河南中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和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应收河南许绝电工绝缘材料有限公司的债权进行公开拍卖(不分户拍
卖)。拍卖标的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地开始展示。请有意竞买者在考察、咨
询清楚后持有效证件和竞买信誉保证金300万元速到我单位办理报名登记手
续。注:原债务人（借款人、担保人）及其股东与相关联的公司和人员不得参与竞买。

拍卖标的说明
债权人：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务人:河南中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抵押;抵押物：土地使用权证号：许市国用（2010）字第008000064号，
土地面积79279平方米;债权总额95921101.31元，其中本金：93769106.08
元；欠息金额:2151995.23元（利息暂计算至2016年2月3日，以后利息、逾期
罚息按照合同约定利率计算，自2016年2月4日起至债权结清之日止）。

债权人：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务人:河南许绝电工绝缘材料有限
公司；担保方式：保证;债权总额40994531.03元，其中本金：40240000元，欠息
金额:754531.03元（利息暂计算至2016年5月10日，以后利息、逾期罚息按
照合同约定利率计算，自2016年5月11日起至债权结清之日止）。

联系地址：许昌市新兴路东段路南
联系电话：0374-5260009、15617211611、18003745408
网址：www.xcpmh.com
工商监督电话：0374-3178755

河南阳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4日

拍 卖 公 告

全省全省““检察之星检察之星””候选人事迹展播候选人事迹展播

张金涛现任安阳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一处
处长，他是土生土长的安阳人，深深爱着生他养
他的故乡；他一身正气，做事虎虎生风。

从事反贪工作十多年来，张金涛主办和参
与办理了贪污贿赂案件 130 余件，数十次被中
纪委、最高检、省纪委、省检察院抽调，负责多
起大要案的预审突破工作，其敬业精神、攻坚
能力和办案水平受到各级领导和同志的高度
肯定与一致好评。

反贪查案显身手
2015 年初，张金涛被最高检抽调参与办理

全国人大环资委原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委原书
记白恩培（正部级）及其妻张慧清（正厅级）涉嫌
特大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主抓白妻张
慧清的审讯突破工作。

经初步审查证据后，张金涛认为，白恩培夫
妻涉嫌受贿犯罪的共同故意并不明显：白恩培
虽长期担任省委书记，系涉嫌受贿犯罪的决策
者，但时任云南电网党组书记的其妻张慧清却
是整个受贿犯罪萌发、启动、运作包括隐匿、转
移、处理赃款赃物的关键人物。

张慧清一度抱有严重的侥幸抗拒心理。张
金涛和战友们酝酿了一套又一套预审方案，制
定出缜密详细的讯问策略，知己知彼，因人施
审，瞄准软肋，对症下药，充分运用多种侦查谋
略，对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示之以据、慑之以
法，顺利突破了张慧清异常顽固的心理防线。
最终，她如实向专案组供述了犯罪事实，自书剖
析材料真诚深刻悔罪。张慧清稳定的有罪供述
对认定白恩培共同受贿犯罪故意提供了重要依
据，为案件的全面侦破奠定了坚实基础。

酸甜苦辣味自知
在白恩培案件告一段落，其他同志在进行

案件的后续收尾时，张金涛却“莫名消失了”。
征尘未洗的他被中央纪委抽调至北京，参

与到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涉嫌受贿案
的预审工作中。就在案件进展困难时，张金涛
凭借深厚的法律功底和超常的反贪职业洞察
力，从一张看似平常的巨额财务手续入手，察微
析疑，顺藤摸瓜，深挖细查，揭穿了背后隐藏着的
权钱交易巨大黑幕。紧接着，他和战友们迅速出
击，精准发力，仅仅耗时几天时间，就在奚晓明之
子的身上打开了案件的突破口，专案组乘胜追
击，靠铁证一举突破了奚晓明的心理防线。

张金涛是安阳检察系统内一员骁勇善战的反
贪虎将，他不辱使命的责任担当和娴熟过硬的侦
查技能早已名声在外，但他却过着常人难以承受
的“痛并快乐”的日子。

2016 年 5 月，张金涛意外摔倒导致右膝骨
折。医生给张金涛的右膝打了支具，并再三叮
嘱他三个月内不得弯曲膝盖，不得拆除支具，否
则将会影响骨头愈合，可能会出现后遗症。张
金涛硬是凭借顽强的毅力咬牙硬挺，打着支具
提审嫌疑人，他在同步录音录像前解除支具，用
手掰弯膝盖坐进椅子。他头脑清晰，提问犀利，
背脊挺直，端坐如常，而他垂在桌下的一只手，
为了忍痛死死掐着自己的大腿。

扶贫驻村贴心人
2015年，根据市委组织部选派，张金涛担任

了安阳市检察院驻文峰区宝莲寺镇袁薛庄党支
部第一书记。

张金涛为村民拉来了200多万元的扶贫款，
并逐一把“好钢”用在了“刀刃”上：联系市天然气
公司，用惠民价给全村人接通天然气；与市电业部
门协商，花70余万元升级改造了全村电网……

待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后，张金涛又定下新的目
标——招商引资，他与村干部精心挑选绿色环保
且具备持续发展力的纺织内衣、塑钢彩钢等项
目，不仅使全村人均收入大幅提升，还解决了
村里闲余人员的就业问题。

张金涛引领袁薛庄重拾信心，在村两委的
带动下，村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2015 年底，全
村一举摘掉了省级贫困村的帽子。

张金涛人如其名，在领导战友和村民群众
的眼中，他是一位名副其实、人见人爱的新时代
金牌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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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强做实公安自媒体
构建新型警察公共关系

□长垣县政府党组成员，长垣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封民 张金涛：
反贪前线的金字招牌

□首席记者 吴倩 记者 孙梦飞
通讯员 司明凯 赵晨光

1.传递警务热点资讯
警务资讯紧紧围绕公安中心工作，聚焦社会

治安热点问题，快速、及时、准确、权威发布最新警
务动态、办事服务指南、便民利民举措；根据治安
状况有针对性地开展防范宣传，提高群众防范意
识，发动群众，实现群防群治。5月12日，蠕虫勒索
病毒全球爆发，“平安长垣”微信公众号在全省第
一时间发布紧急通知并公布防御指南，日内阅读
量即超过10万+，辖区群众电脑零感染，受到了县
政府领导的充分肯定。5月27日，“平安长垣”微信
公众号及时发布蓝鲸死亡游戏预警通知，点击阅
读量也迅速达10万+，及时遏制了游戏蔓延势头。
6月20日，“平安长垣”微信公众号发布了辖区7
时22分发生的现行命案悬赏通告，向社会各界征
集线索，16时20分，群众通过微警局报警，长垣警
方根据线索于当日20时18分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同日，“平安长垣”微信公众号在全省县级公安机关
中首家全程网络直播群众进警营活动，1.5万余名网
友通过直播零距离接触警营，好评如潮。

2.主导舆情 科学引导处置
遇重大敏感案（事）件，在第一时间发声，鲜

明、有力地表达立场和观点，抢占舆论先机，掌
握舆情主导权，成为核心信息源；通过及时发布
权威信息，澄清事实真相，使群众不信谣，不传
谣，引导舆论，平息事端。6月16日，针对教师
殴打小学生重大舆情，“平安长垣”微信公众号
第一时间发声，公布事实真相和处理结果，避免
了恶意炒作，牢牢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使群
众形成遇到敏感案事件先看“平安长垣”解读的
思维模式。6月30日21时10分，长垣县公安局
3名辅警在执行夜查任务时，被醉驾司机拖行
3000余米，不同程度受伤，现场视频在微信群、
朋友圈大量传播。“平安长垣”微信公众号于次
日10时及时发布案情通报，中央电视台2套《第
一时间》栏目、13套《新闻直播间》《朝闻天下》

《24小时》栏目，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都市频
道，河南法制报官微乃至外省市的媒体纷纷报
道，谴责醉驾司机。通过自媒体，长垣警方占领
了舆论制高点，挤压小道消息和谣言创造空间，
及时回应群众关切。7月11日，“平安长垣”微
信公众号通报辱警男子被拘留，旗帜鲜明地表
达长垣警方维护民警正当执法权益和执法权威
的坚定立场，依法查处恶意炒作、抹黑诋毁警察
形象的行为，绝不纵容姑息，维护法律尊严，收
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3.讲好人民警察故事
深度挖掘长垣公安在维护稳定、打击犯罪、

服务群众中涌现的先进群体和个人，捕捉最生
动的场景、讲述最感人的故事，展示警察队伍的
良好形象，传递警营正能量。4月11日，共青团

长垣县委、长垣县公安局在全县公安系统开展
长垣县“蒲城卫士”评选，“平安长垣”微信公众
号推出网络评选活动，得到了广大网友的积极
响应。5 月 4 日，该局在县体育馆隆重举行

“2017年长垣县公安局忠诚教育”启动仪式，退
休民警、平安长垣优秀评论员共计800余人参
加启动仪式，“平安长垣”微信公众号及时推送
活动信息，网友纷纷点赞。6月29日，“平安长
垣”微信公众号精心制作的《一键擒匪》《微警
局》《百佳刑警候选人孙振宇》微电影、微视频参
加2017年河南政法系统第二届微电影、微视
频、MV展播评选活动，“平安长垣”粉丝自发踊
跃投票，3部作品投票数均排名前十。

4.公开公安政务信息
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公安机关执

法公开规定》，准确把握公开的公安政务信息特
征，划清政务信息与案件信息的界限，全面、及
时、准确、主动公开，提高透明度，依法最大限度
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取信于民，提升执法公
信力。“平安长垣”相继发布了《重磅出击 长垣
县公安局局长1号令今起正式实行》《剑指“黑
恶”，长垣县公安局局长2号令强势出台》《河南
省居住证实施办法》、小型汽车号牌“50选1”等
政策措施，及时让群众知晓便民利民惠民政策，
分享改革红利。

5.搭建警民互动平台 广泛搜集社情
民意

与广大群众良性互动，在互动中认真听取
社情民意，开门纳谏，真正做到问警于民、问需
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问安于民、问廉于
民。积极回应群众需求与期待，坚持网友留言
无小事，认真回复相关评论、投诉、举报、咨询、
求助事项，表明态度、宣讲政策、解决问题。虚
心倾听善意的不同“声音”，认真改进。5月12日，
根据网友反映强烈的滥用远光灯现象，长垣警方
积极采纳网友建议，制订行动方案，对城区主要路
段开展了严查滥用远光灯集中行动，出动警力100
余人次，查处不按规定使用灯光22起。6月份，长
垣警方又针对网友反映的渣土车横行现象开展
专项治理，处理各类渣土车违法案件20余起，
社会反映良好。

截至目前，长垣公安共办理群众留言3800
余条，为群众提供服务2800余次，通过线索侦
破刑事案件42起，查处治安违法行为12起，破
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3起，打掉盗窃电动自行车、
汽车团伙6个，破系列案件8串，打掉“村霸”“沙
霸”涉黑涉恶团伙4个，抓获网上逃犯6人，消除
火灾等安全隐患18处，查处酒驾等交通违法行
为63起，极大密切了警民关系，构建了群防群治
良好氛围。

三、组建“平安长垣”
新媒体矩阵 推动警媒关
系良性互动

为抢占舆论场高地，长垣公
安充分利用“平安长垣”微信公众
号“知名度广、用户群大、点击率
高、运行成本低”的优点，将其作
为最大限度澄清事实，宣传公安
工作成绩和体现队伍良好形象
的新型自媒体平台，组织全县官
微联动，打造新媒体矩阵。一是
建立微信公众号矩阵，以“平安
长垣”微信平台为龙头，整合全
局 38 个微信平台，并积极协调
本地政法机关官方微信公众号
以及长垣视点、FM95.7 生活广
播、88.9交通广播等具有影响力
的社会微信公众号重要信息同
步推送，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
二是形成协调联动机制，全面摸
清并登记全县公安机关内部所
有微信群，确定各群联络员，纳
入“长垣公安新媒体矩阵微信
群”管理，重要信息由联络员将
链接发布到各自群内，进行点
赞、转发和评论，整合所有公安
民警、辅警、家属、朋友等友情转
发，提升点击数与互动性，吸引
粉丝量，扩大长垣公安正能量的
传播力。

警务活动的独特内涵决定
了公安工作是新闻富矿，是媒体
吸引公众的良好素材，是吸引受
众的焦点。“平安长垣”积极向社
会各新闻单位推送宣传信息和
采访线索，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中新社、环球网、河南日报、河南
法制报、大河网、映象网等中央、
省知名媒体纷纷转发；中央电视
台，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都市
频道等电视媒体纷纷采访报道；
今日头条、一点咨讯、搜狐新闻、
腾讯新闻、新浪新闻、网易新闻、
凤凰新闻、360 头条等热门新闻
阅读客户端均多次推送平安长
垣资讯；建立了与新闻媒体互
信、互助、互动的和谐关系，加强
了交流，扩大了共识，实现了合
作互惠双赢。据统计，2017年上
半年，腾讯新闻推送“平安长垣”
各 类 资 讯 14 条 ，同 比 增 长
1300%；搜狐新闻推送9条，同比
增长128.6%；新浪新闻推送4条，
同比增长 300%；映象网推送 5
条，同比增长150%。新媒体推送
长垣警方资讯整体增长达100%。

在复杂形势下，长垣公安多
措并举，切实做强做实公安自媒
体，牢牢把握好公安机关的社会
话语权，传播公安机关好声音，
讲好人民警察为人民的故事，有
效扩大了正面宣传的覆盖面，向
社会展现了一个真实、立体、向
上、奋进的长垣公安，为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舆论环
境贡献长垣力量。

2016年12月，依托长垣微警局的新
版“平安长垣”微信公众号开通上线。
2017年4月，长垣县公安局各相关基层单
位全面开通经认证的38个平安系列官方
微信公众号，主动“造船出海”，改变了县
域自媒体资源匮乏、宣传工作滞后的被动

局面。目前，仅“平安长垣”微信公众号用
户已30余万人，超过长垣县总人口的三分
之一，涵盖了该县二分之一以上家庭。大
量粉丝的聚集，让公安信息推送由鲜有问
津到万众瞩目，极大地提升了公安信息宣
传质效。今年4月1日以来，“平安长垣”

微信公众号共推送文章124篇，平均阅读
量达5万+，在清博指数公布的全国微信公
众号排名中，分别位居7月份政务类月榜全
国第二和8月1日公安类日榜全国第三。
已成为全省公安机关乃至全国公安机关
极具影响力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新闻宣传舆论引导工作处在意识形
态斗争的最前沿，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
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当前，我
国已全面进入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格
局、社会舆论生态和公众参与方式发生了
深刻变化，这给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政法

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带来了挑战。
近年来，长垣县公安局为适应新媒体时

代宣传工作的要求，审时度势，做强做实自媒
体平台，迅速提升影响力。该局自媒体平台
始终坚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构建了新
型警察公共关系，实现了与新闻媒体的良性

互动、互利共赢，搭建了与群众沟通交流的桥
梁，为全面促进公安工作的有序开展提供了
坚强的宣传舆论保障，为创新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带来了诸多便利，维护了社会大局稳
定，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治安环
境，受到了群众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

一、顺应时代潮流做大做强公安自媒体

二、五大功能助推宣传工作转型升级


